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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默想
復活期第五主日
耶穌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
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
(約 13:34)

香港島教區主教：鄺保羅大主教
香港島教區榮譽主教：鄺廣傑榮休大主教
西南聯區聖品：葉錦輝牧師(聯區主任，聖士提反堂主任、聖路加堂主任)
林壽楓法政牧師(聖士提反堂輔理聖品) 何潔瑩牧師(聖提摩太堂主任)
劉偉倫牧師(聖士提反堂助理聖品)
蔡樂媚會吏(聖士提反堂助理聖品)
義務宣教主任：戴德正先生、莫榮基先生、龐元燊先生 義務行政主任：呂大衛先生
常 務 助 理 ：張北江先生
項 目 助 理：葉滿華先生
幹
事 ：潘尚文先生(事工發展)、辜若素女士(會計)、余美鳳女士(文書)、
阮淑明女士(探訪)、黃祉榕女士(關懷探訪)、
湯子熯先生(西南聯區傳道助理)、饒偉玲女士(西南聯區葡萄園事工拓展)
職工：劉金好女士、陳為民女士、鍾愛蓮女士
駐堂社工：黃玉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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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聖工輪值】
五月十九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
★上午八時聖餐崇拜★ (公禱書) ★上午十時三十分聖餐崇拜★（第二式）
主禮：劉偉倫牧師
主禮：劉偉倫牧師
襄禮：林壽楓法政牧師
襄禮：林壽楓法政牧師
講道及
襄禮：蔡樂媚會吏 ＼ 持杯：王紫珊
講道：蔡樂媚會吏
新約：王紫珊
＼ 書信：戴崔淑儀
讀經：杜美玲、王紫薇
代禱：關文輝、關杜敏兒
聖壇侍從：曾錦程、莫宗信、
李俊安、羅志勇、温美儀 聖壇侍從：蕭鄺穎妍、梁志恆、沈恩澤、
朱陳碧琪、郭張凱琳、胡靜彤、
司琴：呂頌萱
楊善雯、羅子瑜、許淑雯
司事主理員：李妙嫦
司琴：麥徐善盈
＼ 小提琴：郭錦如
招待及司事：倪陳錦薏、林紅英 司事主理員：杜卓華
音響控制員：莫宗桓
招待及司事：李運騰、李澤民、巫勤成
陳鈞恩、朱頴君
聖詩：189 246 425
音響控制員：朱添暉、龐士洛
新約：使徒行傳 11 章 1 節
普通話傳譯：鄒淦宇
至 18 節(新約 179 頁)
189
352
246 425
書信：啟示錄 21 章 1 節至 6 節 聖詩：
新約：使徒行傳
11 章 1 節至 18 節(新約 179 頁)
(新約 374 頁)
書信：啟示錄 21 章 1 節至 6 節(新約 374 頁)
福音：約翰福音 13 章 31 節至
福音：約翰福音 13 章 31 節至 35 節(和修版)
35 節(和修版)
幼兒崇拜：孫陳以嫦(詩歌)、梁端容(故事)
兒童崇拜：陳鈞勝、吳略稚、陳李夏薇
少年崇拜：參與大堂崇拜
接待處輪值：周東漢、呂馬秀蘭、李寶儀、鄒淦宇 聖壇插花：梁曾愐殷、任美嫦
【下主日聖工輪值】
五月二十六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白)
★上午十時三十分聖餐崇拜★
(第二式）
★上午八時聖餐崇拜★ (公禱書)
主禮：林壽楓法政牧師
主禮：林壽楓法政牧師
講道及襄禮：葉錦輝牧師
講道：葉錦輝牧師
襄禮：蔡樂媚會吏
襄禮：蔡樂媚會吏
持杯：戴德正 ＼新約：杜美玲 ＼ 書信：曾昭英
讀經：李妙嫦、盧倩容
聖壇侍從：梁漢機、曾錦程、 代禱：林羅惠芳、巫勤成
林志宗、黃天忠、 聖壇侍從：郭張凱琳、呂兆衛、梁志恆、馬文駿、
呂吳嘉盈、李正儀、何仲賢、嚴張麗嫻、
羅潘杏珍
阮卓盈、梁書鳴
司琴：曾吳頌恩
司琴：黃利愷琪
＼ 小提琴：呂頌珩
司事主理員：鍾吳玉蓮
司事主理員：馬偉健
招待及司事：彭蔚恩、孫若瑾 招待及司事：麥年豐、劉月薇、鄭家炫、於志強、
音響控制員：龐士諤
張月霞
聖詩：196 248 316
普通話傳譯員：王小鶯
新約：使徒行傳 16 章 9 節 音響控制員：吳佑康、關文輝
至 15 節(新約 187 頁)
196
頌樂樂 19 248 316
書信：啟示錄 21 章 10 節及 聖詩：
新約：使徒行傳
16 章 9 節至 15 節(新約 187 頁)
22 節至 22 章 5 節
書信：啟示錄
21 章 10 節及 22 節至 22 章 5 節(新約 375 頁)
(新約 375 頁)
14 章 23 節至 29 節(和修版)
福音：約翰福音 14 章 23 節 福音：約翰福音
幼兒崇拜：孔施婷婷
(詩歌)、趙邵肖玲(故事)
至 29 節(和修版)
兒童崇拜：温李思薇、關杜敏兒
少年崇拜：敬拜隊(領詩)、勞漢賢(短講)、
巫頌婷(司事)、歐陽俊軒(讀經)、袁諾滔(代禱)
接待處輪值：周東漢、呂馬秀蘭、李寶儀、鄒淦宇
聖壇插花：王紫薇
第一頁

【復活期第五主日祝文】

全能的上帝，認識祢就是永生；祢使我們確實知道祢的聖子耶穌基督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我們就能堅定不移地跟隨祂的腳蹤，走永生的道路；藉賴祢的
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聖子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
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們。
感恩＼代禱

1.

2.

3.

4.

5.

6.

慈悲仁愛的天父，當我們觀看祢指頭所造的天地，內心充滿讚歎，祢的創造
是何等偉大，祢的善工是何等奇妙，祢為世人留下美好的楷模。求祢讓我們
曉得善用光陰，勤奮為主作工。天父啊，求祢叫我們不要忽略社會上有缺乏
和有需要的人。我們要為那些患病的人；為孤苦無助的人；為心靈空虛憂慮
的人；為那些生活困苦的人；為家庭關係不和的人；為失喪軟弱的人；為被
罪惡綑綁的人，求主叫我們殷勤施予，遵行主耶穌教導我們彼此相愛的命
令。
為本堂福音事工祈禱。感謝主在牧養和福音事工上的看顧，求主引領本堂
的主日學、主日信仰班、青年團契、主日查經組、祈禱會、各部的事奉和學
校的福傳工作等，讓聖靈臨格在我們之中，堅固我們所作的一切。我們又為
第九屆「啟發課程」祈禱。求主呼召各參加的朋友，讓他們受聖靈的感動，
在聚會中得聞福音，又為各工作人員的事奉心志祈禱，求主叫我們謙恭事
主，將一切榮耀歸與上帝。
為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民生禱告。求天父施恩看顧，讓政府和各議會議員能
夠互相合作、消除歧見、減少對立、各盡其職，帶領香港走過現時政治紛亂的
局面。我們又為社會上那些生活困苦的人祈禱，求天父憐憫他們，讓福利
部門或慈惠機構能夠關心和幫助他們；又求主使政府能夠訂定長遠的房屋
政策，加建公營房屋，舒解現時樓價高企的情況，好使居者有其屋，社會
的住屋問題得到認真處理。
為世界和平與國際間的友誼祈禱。慈愛的天父，主愛萬民，亦願萬民彼此
相愛，求主引導和幫助，使各國能夠和睦共處，消除人類一切的嫉妒、仇
恨、自私和侵略的心，彼此互相尊重，好叫祢的旨意得以成就。我們特別
為中美貿易談判的發展祈禱，求主使兩國的談判能夠建立在平等和公正的
基礎上，雙方的決定都能夠增益世界的經濟環境。
為聖安堂及池嘉邦牧師代禱。特別為該堂新建成的小聖堂感謝天父。為該
堂與教省的社會服務機構合作的關愛牧民事工代禱。為堂、校及社會服務
的事工得以落實總議會的教會政策文件代禱。
為身體或心靈欠安的弟兄姊妹祈禱，求主賜他們平安，讓他們得到醫治和
看顧，常存盼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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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午堂聖餐崇拜程序(聖餐崇拜禮文第二式)

進堂聖詩........................普天頌讚第 189 首（大啟樂園歌)....................................... 眾立
宣召......... 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眾立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約 13:34)
互相請安 ............................................. 第 1 頁 ........................................................... 眾立
求潔心禱文 ......................................... 第 1 頁 ........................................................... 眾立
榮歸主頌 ............................................. 第 2 頁 ........................................................... 眾立
本主日祝文 ....................................(周刊第 2 頁)...................................................... 眾立
新約(王紫珊)................... 使徒行傳 11 章 1 節至 18 節(新約 179 頁)……………..眾坐
(啟) 這是上主的道＼會眾 (應) 感謝上主
書信(戴崔淑儀)…………. 啟示錄 21 章 1 節至 6 節(新約 374 頁)……………….眾坐
(啟) 這是上主的道＼會眾 (應) 感謝上主
升階聖詩…………………普天頌讚第 352 首（畢生愛主歌) ................................ 眾立
福音(劉偉倫牧師) .....……約翰福音 13 章 31 節至 35 節(和修版)............................眾立
福音員：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也與你同在。
福音前(會眾)：願榮耀歸於主基督。＼ 福音後(會眾)：願讚頌歸於主基督。

講道 ................................................... 蔡樂媚會吏 .......................................................... 眾坐
尼吉亞信經 ......................................... 第 6 頁 ........................................................... 眾立
會眾代禱(關文輝、關杜敏兒) ................ ................................................................. 眾跪
悔罪及赦罪 ......................................... 第 9 頁 ........................................................... 眾跪
平安禮 ................................................ 第 10 頁 .......................................................... 眾立
奉獻禮 ................................................ 第 11 頁 .......................................................... 眾立
奉獻詩 .......................... 普天頌讚第 246 首（至主再臨歌)..................................... 眾立
(奉獻乃信徒之本份，是上帝所喜悅的。)
獻禮頌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 眾立
大祝謝文(甲) ................................ 第 12 至 15 頁 ..................................................... 眾立
主禱文 ................................................ 第 29 頁 .......................................................... 眾跪
擘餅 .................................................... 第 30 頁 .......................................................... 眾跪
羔羊頌 ................................................ 第 30 頁 .......................................................... 眾跪
虔領聖餐 ......................................................... ................................................................. 眾坐
(凡已領洗的基督徒均可到聖壇領聖餐，
未領洗者亦歡迎到聖壇前把雙手交叉放在胸前接受祝福祈禱。)
感謝文 ................................................ 第 32 頁 .......................................................... 眾跪
宣佈 ................................................... 劉偉倫牧師 .......................................................... 眾坐

基督少年軍第 341 分隊立願禮 (周刊第 4 頁)....................................................... 眾坐
主日學少年生活營宣傳(袁諾殷、袁諾滔)............................................................... 眾坐
祝福 ................................................. 劉偉倫牧師 ....................................................... 眾跪
差遣(蔡樂媚會吏) ............................. 第 33 頁 .......................................................... 眾立
結禮聖詩 ...................... 普天頌讚第 425 首（信徒精兵歌)..................................... 眾立
退堂殿樂 ................................................... ................................................................. 眾立
《本主日頌唱 “Mar gar et Rizza” 聖餐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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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軍 341 分隊」
分隊」立願禮

立願典禮 .......................................劉偉倫牧師(隊牧)........................................眾坐
隊長、
隊長、副隊長、
副隊長、輔助導師立願
隊牧﹕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341 分隊的導師們，你們認識自己的責任是
以領袖的身份去領導隊員。你們是否願意在分隊中事奉上帝，
推行基督少年軍的宗旨──在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
同時幫助他們實踐服從、虔誠、守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
達成基督化的人格？
導師回答﹕
導師回答﹕ 我願意。
我願意。
隊牧﹕
願上帝賜恩惠給你們，使你們能篤信和持守所許諾的，在所做
的工作上獲得成功。
隊員立願
隊牧﹕
你們作為基督少年軍的隊員，要了解本身的責任，你們是否願
意遵守分隊的紀律，作基督少年軍的模範，並盡你所能，全心
全意去服務基督少年軍？
隊員回答︰
隊員回答︰ 我願意。
我願意。
隊牧祝福﹕ 願上帝賜力量給你們，使你們在分隊中成為傑出的隊員，和主
耶穌的精兵。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你
們，保護你們，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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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各部組培育活動一覽表】

【主日查經組】
日期：5 月 19 日＼ 時間：上午 9:30 至 10:20＼ （提前 5:17 – 6:2）
組別 地 點
1.
104 室
2.
201 室
3.
中學 2C
青年閣
4.
5.
中學 2A

對象
組 長 組別 地 點
長者 周廖羨齡 6. 中學 2B
成人
王紫珊 7. 307 室
長者
李守儀 8. 會議室
成人＼ 蔡樂媚會吏＼ 9. 祈禱室
馮月均
家長
婦女 呂黃秀娟

對象 組 長
婦女 戴崔淑儀
家長 李梁凱欣
長者 盧倩容
家長 鄭馮綺媚

【主日學】
日期：5 月 19 日＼ 時間：上午 9:30 至 10:30
班別 / 對象
保羅班(K1-2)
士提反班(K3)
腓力班(小一)
安得烈班(小二)
路加班(小三)
約翰班(小四)

上課地點
班別 / 對象
副堂舞台
雅各班(小五)
課室 204(2/F)
彼得班(小六)
課室 205(2/F) 馬太班(中一) ＼ 馬可班(中二)
提摩太前班(中三至大專)
課室 304(3/F)
提摩太後班
課室 305(3/F)
進修班
課室 306(3/F)

【主日信仰班】
日期：5 月 19 日＼時間：上午 9:30 至 10:20

上課地點
中學 F.1A
中學 F.1B
中學 F.1C
中學 F.4A
中學 F.3C
中學 F.2D

組別
地點
主題
組長
信仰班 教堂 202 及 203 室 第十六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呂馬秀蘭
信仰班 中學部 3A 室
耶穌被捕(路加 22:47-62)
巫勤成
301 信仰班
中學部 3B 室 保羅在腓力斯和非斯都面前的自辯
林羅惠芳
(使徒 24:1-25:12)
401 查經班
中學部 3D 室
杜美玲
保羅書信(I)
101
201

【備註：101 主日信仰班歡迎初信或慕道朋友參加】
【周三祈禱會】
日期及時間：逢禮拜三晚上 7:30 至 9:00＼地點：會議室
日期
主領者
日期
主領者
蔡樂媚會吏
龐元燊
5 月 22 日
5 月 29 日
【周三查經組】
日期
時 間
地點
主題/經文
組長
與恩主相遇─以信持守真道 李守儀
5 月 22 日 晚上 8:00 至 9:30
104 室
【周五查經組】
日期
時 間
地點
主題/經文
組長
5

月 24 日 上午 9:45 至 11:30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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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荷拉、阿荷利巴(二)
(結 23:22-49)

龐陳麗娟

培育事工
主日查經系列

提摩太前後書查經分組 12
日期：5 月 19 日 提摩太前書 5:17 – 6:2《牧養主羊（二）》
經文分段
5:17-18
教會肢體與長老的關係（物質與心靈的需要）
5:19-20
教會肢體與長老的關係（長老若犯罪）
5:21-25
行事的原則
6:1-2
教會中的奴隸
經文反思：
一. 從 17-18 節看來，教會肢體，特別是領袖和長老，應多求甚麼的恩賜？教會肢
體如何關顧長老的物質和心靈需要？
二. 若有人指控牧者犯罪，教會應如何處理？甚麼對？若最後證實牧者犯罪而又拒
絕悔改，教會應如何處理？你同意嗎？
三. 保羅在 21-25 節中，列出甚麼肢體相交及待人處事原則要教會遵守？
四. 奴隸制度是當時希羅社會的普遍現象，亦是當時社會很多人賴以生活的制度。
作為當時代的人，保羅並沒有反對這制度，他是教導在這制度內的主人和奴隸
該如何因為信仰的原故而在態度上有所改變（是雙方都有改變）！
保羅在這裡怎樣勸勉那些身為奴隸的信徒？這個教導如何應用在今天的職場？
日期 形 式
主題
經文
主 領
19/5
分組 12 牧養主羊（二）
提前 5:17 – 6:2 各組組長
26/5
合組 13 勸戒與勉勵
提前 6:3 – 21
戴德正
2/6
分組 14 感恩
提後 1:1 – 5
各組組長
9/6
分組 15 福音的使者
提後 1:6 – 18
各組組長
教堂消息

本主日早午堂崇拜獻金藍色袋為「主日捐」，紅色袋為「主日建堂捐」，敬希垂注。
2. 本堂牧區主任葉錦輝牧師本主日早、午堂崇拜前往聖路加堂主禮及講道，敬希垂注。
3. 基督教互愛中心(福音戒毒事工)於本主日在本堂接待處賣金旗籌款，敬希踴躍支
持。《詳情可向該會主席戴德正校長查詢》
4. 西南聯區謹定 5 月 21 日(禮拜二)舉行聯區三堂同工郊遊活動，前往澳門探訪聖公
會教堂，當天幹事室暫停辦公，敬希垂注。
1.

5. 第九屆「啟發」新世代系列”Alpha Course” 福音聚會
5 11
7 13
( 10
7 6
6:30 8:45
(
)

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逢禮拜六 共 次聚會，課程中 月 日為「啟發日營」)
時間：晚上 至 ＼ 地點：小禮堂
費用：全免 自由奉獻 ＼ 內容：晚膳、信息、小組討論分享
《查詢：高惠祥、葉滿華幹事、劉偉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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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生活

婦女部活動消息
法政牧師專題講座【公禱書聖餐禮文(二)】
日期：5 月 31 日(禮拜五)
時間：中午 12:00-1:00 ＼ 地點：小禮堂
講員：林壽楓法政牧師《報名及查詢：戴崔淑儀、黃祉榕幹事》
2. 西南聯區三堂 2019 暑期活動消息
西南聯區為使香港島西南區內兒童及家庭有一個充實及多姿多彩的暑假，並接
觸教會，今年繼續在聖士提反堂及葡萄園籌備了多項活動，歡迎區內坊眾參加。
活動報名地點：聖士提反堂、聖提摩太堂及葡萄園
《義工報名或查詢請聯絡王紫珊姊妹、黃祉榕幹事或致電 2542-3268 與葡萄園
同工饒偉玲女士洽》
3. 基督少年軍第 341 分隊消息
本堂基督少年軍第 341 分隊頒章禮及周年立願禮於 5 月 19 日(本主日）舉行，歡
迎有興趣兄姊參與，詳情如下﹕
地點：副堂＼聖堂
集合時間：上午 9：00
活動內容：頒章禮(上午 9：30)、立願禮(上午 10：30 主日崇拜中)《查詢：潘尚文幹事》
1.

4. 關懷探訪部與樂齡事工部消息

【何善衡夫人敬老院 5 月份探訪消息】
日期：5 月 25 日(禮拜六) ＼ 時間：上午 9:00 至 11:00
地點：何善衡夫人敬老院 《查詢：鍾吳玉蓮、周廖羨齡》
ii)【金色年華活動】
日期：5 月 29 日(禮拜三) ＼ 時間：下午 2:30 ~ 3:30
領會：樂齡事工部《查詢：黃祉榕幹事》
iii)【關懷探訪部退修日營】
主題：“Because We Can”
(鼓勵教友擴濶視野、擴展關懷服事的領域、燃點事奉心志)
日期：6 月 11 日(禮拜二)＼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敬備午膳)＼地點：小禮堂
內容：詩歌、默想、主題分享、牧師訓勉、小組分享、午膳
主題分享：「醫院及監獄關懷事工」
講員：周榮富牧師(聖公會錦田聖約瑟堂主任牧師)
對象：探訪員和有興趣參與關懷探訪事奉的教友
費用：不設收費，自由奉獻
報名：請到主日接待處《查詢：王紫薇、龐陳麗娟、黃祉榕幹事》
iv)【代禱教友】
何淑貞、馮正時、張關雪卿、高李愛全、鄧煥新、鄭國棟、李惠英、文昭生、
文麥希賢、崔燕芬、黃吳惠容、廖華雅、尹凱湄、黎張瑞萍、李錫良、李玉玲、
劉啟明、黎林潔霞、陳鄭清蘭、黃蕙蓮、黃超雄、李張炎、阮譚素蘭、易呂天真、
朱蓮杏、馮琼姿、李梁省文、顏何瑞娟。
第七頁
i)

教友消息

本堂教友劉建萍女士已於 5 月 11 日主懷安息，其安息禮安排容後公佈。
願主安慰其家人。
同工消息

本堂文書幹事余美鳳女士於 5 月 19 日至 5 月 30 日休假。
本堂 2019 年主要崇拜/
主要崇拜/聚會/
聚會/活動行事曆
日/月

六
日
8/6 (六)
9/6(日)
11/6(二)
23/6(日)
25/5( )
26/5( )

六至一)

29/6-1/7(

日
18/8(日)
24/8(六)
25/8(日)
15/9(日)
9 月中旬(六)
22/9(日)
28/9(六)
6/10(日)
13/10(日)
27/10(日)
2/11 (六)
23/11(六)
24/11(日)
24/12 (二)
25/12 (三)
31/12(二)
7/7( )

主日/
主日/節期/
節期/主要崇拜

講員/
講員/備註

西南聯區心靈天使探訪活動(下午 1:30 - 5:00) 地點：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
(午堂崇拜後) 地點：小禮堂
西南聯區三堂聯合堅振禮
(下午 3:00) 主禮及講員：
地點：聖士提反堂
鄺保羅大主教
聖靈降臨日聖餐崇拜
地點：聖士提反堂
關懷探訪部退修日營 （上午 9:00 至 1:00）地點：聖士提反堂-小禮堂
154 周年堂慶感恩聖餐崇拜
主禮及講員：
鄺保羅大主教
154 周年堂慶聯歡聚餐
主日學少年生活營
地點：西貢戶外訓練營
主日學聖經問答比賽
地點：聖士提反堂副堂
主日學畢業禮
(午堂崇拜後) 地點：聖堂
暑期活動成果分享會
地點：聖提摩太堂
西南聯區心靈天使探訪活動(下午 1:30 - 5:00) 地點：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主日學開學禮
教育主日崇拜
講員：單建安教授
第二屆「啟發婚姻」課程聚會(晚上 6:30-8:30) 地點：聖士提反堂
全堂禮儀講座(II)
(下午 1:00 至 3:00) 講員：林壽楓法政牧師
讀經日營主題：「馬太福音看門徒的意義」 講員：黃錫木博士
(上午 9:00 至 4:00)
教省關懷主日崇拜
第三齡學苑「精明飲食、食物陷阱的資訊」 講員：何偉滔先生
講座
(午堂崇拜後) 地點：小禮堂
青年主日崇拜
西南聯區換物嘉年華 2019
西南聯區心靈天使探訪活動(下午 1:30 - 5:00) 地點：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基督君王日聖餐崇拜
聖誕平安夜聯歡聚餐
平安夜燭光歌述崇拜
救主聖誕日聖餐崇拜
各部聯合慶祝聖誕及聯歡聚餐
西南聯區除夕感恩聖餐崇拜 (晚上 9:00) 地點：聖士提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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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7/6
17-20/11

教區／
教區／教省及其他主要活動和崇拜聚會
第八屆教省總議會
第十一屆香港島教區議會

地點：聖雅各堂
地點：聖士提反堂

西南 聯 區 消 息
西南聯區長者事工消息

【心靈天使行動】
西南聯區(聖士提反堂、聖路加堂及聖提摩太堂)與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山道綜合
服務合辦，探訪西區獨居長者。
誠邀各堂義工踴躍參加本年度夏季探訪，讓更多獨居或雙老長者得到基督的愛與關懷！
日期：5 月 25 日(禮拜六) ＼ 時間：下午 1:30 - 5:00
集合地點：香港聖公會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西環山道 28 號曉山閣地下 A-E 室)
被訪者心聲： 被訪者 A：感謝你們的探訪和關心！
被訪者 B：十分期待你們再來探訪，享受與你們交流！
被訪者 C：感到被關心、愉快、感恩！
《查詢及報名：黃祉榕幹事或陳庭軒先生 2818-3717》
↸

教區及教省消息
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消息

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築福之道 2019
講員：余天錫主教
課程一：5 月 25 日 (禮拜六)
課程二：6 月 1 日 (禮拜六)
(學員可選擇只報讀課程一，課程二只接受完成課程一之學員報讀。)
時間：10:00 - 13:00 及 14:30 - 18:30
地點：明華神學院
費用：(筆記) $60/本 | (課程一) $400、(課程二) $300、(整個課程) $600
凡報讀此課程者，均可申請本院文憑課程之實踐神學課程學分。
詳情及報名：https://goo.gl/QJ7QV9
《查詢：admission@minghua.org.hk 或 9530-7241(WhatsApp》
ii)明華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神學講座
明華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神學講座
《一位中國二十世紀的傑出神學家：
一位中國二十世紀的傑出神學家：趙紫宸》
趙紫宸》
趙紫宸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出色的中國神學家。美國學成回國，被燕京大學邀請為
該校宗教學院院長，並發展其中國本色化神學。1941 年 7 月被何明華主教按立為
聖公會牧師。其成就享譽國際。
歡迎參加是次講座，加深認識他的生平和神學。
內容：《趙紫宸與中華聖公會》／魏克利教授
《趙紫宸具中國特質的基督論及其時代意義》／許開明牧師博士
主持：鄭守定牧師 回應：郭鴻標教授
日期：5 月 25 日(六) 時間：下午 2:00-5:30
地點：明華神學院《查詢及報名：2521-7708 / enquiry@minghua.org.hk》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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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教區宣教事工委員會消息
【 TUBG 中學生營會】
】

〝 〞
日期：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禮拜三至五，三日兩夜）
地點：聖士提反書院（香港赤柱東頭灣道 22 號）
內容：定向遊蹤．群體合作遊戲．反思上帝的創造與人的價值。
對象：升中二至中四學生（青委會將保留最後甄選權）＼ 名額：100 位
費用：每位$350（於 5 月 17 日前交費報名只須$250）
截止報名日期：5 月 28 日（禮拜二）
參加者請向所屬牧區或傳道區負責同工索取報名表或於香港島教區網站下載
（網址：http://dhk.hkskh.org）《查詢：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周小姐 2526-5366》

2.

香港島教區崇拜生活委員會消息
【Margaret Rizza 聖頌彈奏工作坊】
】

3.

陳尚智博士的管風琴訓練始於 2000 年參加香港文化中心「樂器之王」管風琴教
育系列，接受為期六個月的基礎管風琴演奏訓練，師隨趙小玲博士。其後於 2013
年於美國堪薩斯大學完成音樂藝術博士學位(管風琴演奏)，師從包雅博士。陳氏
現活躍於教學、演奏及事奉，現職教授管風琴，並擔任本港多間教會的客席風琴
師及顧問。
講員：陳尚智博士
內容：第一部份：彈奏技巧講座(音栓使用、連斷奏、速度)
第二部份：彈奏指導
日期：6 月 8 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5:00
地點：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香港銅鑼灣大坑道 2A)
對象：本教區內各牧區及傳道區之司琴
名額：7 位(額滿即止，旁聽者名額不限)
截止報名：5 月 28 日(禮拜二)
報名方法：請與本堂聖歌團團長莫黃麗兒聯絡
《查詢：香港島教區崇拜生活委員會周小姐 2526-5366》
4. 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消息
泰澤共融祈禱會(2019)
泰澤共融祈禱會(2019)
主題：
主題：我是始，
我是始，也是終！
也是終！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開始，我是終
結。」 (啟示錄 22:13)
哈利路亞，主果然復活了！我們應當歡歡喜喜的來到上主面前敬拜祂。誠邀大
家在這個普天同慶的復活節期中，一起歌頌上主的奇妙作為，並參與在祂的逾
越奧蹟當中，讓我們的生命新而又新。
日期：5 月 24 日(禮拜五) ＼ 時間：晚上 8:00
地點：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中環己連拿利)
《查詢：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或瀏覽香港島教區網站 dhk.hkskh.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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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部 5 至 6 月 份 活 動 ＼ 會 議 消 息 》

日 期＼時 間
5 月 21 日(禮拜二)
5 月 23 日(禮拜四)

事 工
西南聯區同工郊遊活動
地點：澳門

查 詢

葉滿華

西南聯區各堂代表聯席會議
湯子熯
地點：會議室
時間：下午 7:00
5 月 26 日(主日)
第二次牧區議會會議
地點：小禮堂(會前於會議室共進午膳) 張北江
時間：午堂崇拜後
龐陳麗娟
關懷探訪部退修日營
6 月 11 日﹙禮拜二﹚
黃祉榕
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地點：小禮堂﹙敬備午膳﹚
《 上 主 日 出 席 崇 拜 統 計 》

早堂
午
堂
大堂崇拜 大堂崇拜 幼兒崇拜 兒童崇拜
41 人
36 人
崇拜
54 人
237 人
━
領聖餐 49 人

少年崇拜
35 人

愛主奉獻
凡事謝恩
本堂經費來源端賴教友熱心奉獻，凡已領受聖洗禮之弟兄姊妹，
皆有按月奉獻「教友常年經費」之義務，其他如獻花、獻刊、紀
念、感恩慈善及各項特別奉獻，均賴各教友支持，以表愛主及謝
恩之心，此為上帝所悅納的。

獻花及獻刊：何仲賢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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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各部、團契及小組聚會一覽表

主日崇拜 主日上午 8:00(聖餐)、上午 10:30 (逢一、三、四主日聖餐崇拜)
周六崇拜 每月第三個禮拜六下午 6:00 至 7:00
幼兒崇拜：主日上午 10:30 至午堂崇拜完
10:30 至 11:30
主日學部 兒童崇拜、少年崇拜：主日上午
主日學各級(K1-大專)：主日上午 9:30 至 10:30
進修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30
11:00 至下午 12:30
樂齡事工部 樂齡詩班：禮拜三上午
樂齡團契：逢第二週及第四週禮拜二上午 11:00 至下午 12:30
主日組：每月第三個主日下午 12:15 至 2:15
成年部 周六組：每月第三個禮拜六下午 5:30 至 7:30
合 組：每隔月禮拜六晚上 7:00 至 9:30
101 信仰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20【歡迎初信或慕道朋友參加】
201 信仰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20
301 信仰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20
信仰班 401 查經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20
周二家長團契：禮拜二上午 10:00 至 11:30
在職婦女組：每月第一個周五晚上 8:00 至 9:30
分區家庭聚會(定期舉行)
婦女部 禮拜五中午 12:00 至下午 2:00
中學團契：禮拜六下午 2:30 至 4:30
大衛團：禮拜六晚上 7:30 至 10:00
(初職)：禮拜六晚上 7:30 至 9:30
青年部 但以理團
尼希米團(職青)：主日下午 2:00 至 4:00
敬拜隊：禮拜五晚上 8:00 至 10:30
籃球隊團契：主日下午 1:30 至 2:30 (團契)；下午 2:30 至 4:30 (練習)
基督少年軍 禮拜六下午 4:30 至 6:00(集隊)
聖歌團 禮拜六下午 4:30 至 6:30(練詩)
小詩班 主 日上午 8:45 至 9:30(練詩)
中級詩班
日上午 9:30 至 10:20、禮拜三晚上 8:00 至 9:30
各查經小組 主禮拜五上午
9:45 至 11:30
雅集 禮拜四下午 2:30 至 4:00(定期舉行)
祈禱會 禮拜三晚上 7:30 至 9:00、雙月最後主日上午 9:30 至 10:15
洗禮堅振禮班 禮拜六下午 4:30 至 6:00(定期舉行)
啟發課程 禮拜六下午 6:30 至 8:45(定期舉行)

崇拜期間請將閣下手提電話關掉，或調較至靜音狀態，多謝各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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